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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实钻的庄 1井深部井段检测和预测的地层孔隙压力与实钻钻井液当量密度相差较大 , 为提高莫西

庄地区深部高压层地层孔隙压力的检测和预测精度 , 利用测井资料检测地层孔隙压力及地震层速度预测地层孔隙

压力的新方法对莫西庄庄 1井压力系统进行了研究 , 通过使用地震层速度预测单点计算法 、测井资料检测简易法

和综合解释法分别建立了庄 1井地层孔隙压力剖面 , 并对其优缺点进行了分析 , 对结果进行了对比。初步计算结

果表明 ,综合依据地质 、地震 、钻井 、测井 、测试等资料进行压力检测和预测的方法是可行的 , 其中测井资料综合法

检测地层孔隙压力精度最高 ,为该区块井身结构和钻井液密度设计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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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常地层孔隙压力的不确定性 ,给油气勘探 、钻

井和开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传统确定地层孔隙压

力方法是指基于正常压实趋势线的经验半经验方

法。进入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 ,国内外在地层压力

确定方法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 ,在钻前预测 、钻

后检测 、利用 MWD和 LWD资料随钻监测 ,以及利

用钻井资料随钻监测方面都有了新方法和新理论 。

国内目前主要是以地震层速度和测井资料为基

础 ,建立了一套快速认识钻井地质环境因素的方法 ,

使地层孔隙压力的计算与实测误差基本能够满足探

井和开发井钻井工程的需要。与传统方法相比 ,不

论在理论基础还是计算精度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提

高。准噶尔盆地中部 Ⅰ区块目前已发现莫西庄及沙

窝2个含油区块 ,从实钻的庄 1井来看 ,该区块大约

在井深 4500 m后 ,地层压力系数逐渐增大至 1.8左

右 ,检测的地层压力与实钻钻井液密度相差较大 ,因

此有必要对地层压力系统进行深入研究 。运用地层

孔隙压力预测与检测 ,做出合理的井身结构 、钻井液

工艺 、井控工艺及固井工艺等工程设计 ,这对于部署

后续井的顺利钻探具有重要的意义 。

1　地层孔隙压力确定方法

1.1　按与钻井的先后关系分类

(1)钻前压力预测。主要是利用地震层速度资

料计算地层孔隙压力 。

(2)随钻压力监测。利用钻井过程中测量的随

钻信息实时监测异常地层孔隙压力值 。

(3)测井压力检测 。利用钻后测井资料评估地

层孔隙压力 。

(4)实测压力 。通过仪器直接测量地层孔隙压

力 ,目前是最准确的一种方法。

1.2　按确定方法的发展阶段分类

(1)传统方法(1965-1987年),基于正常压实

趋势线的经验半经验方法。

(2)新方法(1987年至今),基于岩石力学模型

和岩石物理学模型的方法。

1.3　传统地层压力确定方法的缺陷

(1)仅适用于“不平衡压实过程导致的地层欠压

实”高压的情况;

(2)绝大部分方法仅限于在纯泥页岩中使用;

(3)因建立经验图版的压力来源于渗透性地层 ,

反过来预测泥岩地层 ,结果往往偏低;

(4)在定量化方面是经验和半经验的方法。

2　测井资料检测地层孔隙压力新方法[ 1]

地层孔隙压力检测新方法的理论基础是 Terza-

ghi提出的适用于饱和多孔介质的有效应力定理 。

pp=po-pe (1)

式中 , pp 为地层孔隙压力;po 为上覆岩层压力;pe

为垂直有效应力。

由该定理知 ,地层孔隙压力等于上覆岩层压力

与垂直有效应力之差。上覆岩层压力可以通过已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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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的视密度测井资料等多种途径求得。因此只要设

法求出垂直有效应力即可以确定地层孔隙压力。近

年来国内外所进行的新方法研究都遵循这一基本思

路。以下介绍利用声波测井资料检测地层孔隙压力

2种新的检测方法。

2.1　简易计算方法

对单一岩性 ,声速主要是孔隙度和垂直有效应

力的函数;对于处于原始加载应力状态下的泥岩地

层 ,其孔隙度又是垂直有效应力的函数 ,故对于泥岩

地层来讲 ,声速主要是垂直有效应力的函数 ,但这种

函数关系是一种比较复杂的非线性的关系。实践表

明 ,采用如下形式的线性 —指数组合的经验模型 ,可

以更合理的描述泥质沉积物的声速与垂直有效应力

的函数关系。

Vp=α+kpe-be
-dp

e (2)

式中 , Vp为 声速;a , k , b , d 为与地层有关的经验

系数 。

该方程能很好地反映泥质沉积物压实过程中声

波速度随垂直有效应力的变化。在一定地区 ,若建

立了以上速度模型 ,则可以利用该模型通过地层的

声波测井速度求其垂直有效应力 ,然后利用有效应

力定理公式求取地层孔隙压力 ,具体过程见图 1。

图 1　简易计算法地层孔隙压力求取过程

对于一定地区 ,模型参数应为常数 ,现场通常采

取以下方法确定 。

(1)根据正常压实段泥岩的声波速度和静液压

力条件下计算的垂直有效应力数据回归求得 。利用

实测的地层孔隙压力数据及相应的声波时差测井或

VSP测井的速度数据进行回归求得。

该方法不用建立正常趋势线 ,且主要利用声波

测井资料 ,因此使用起来较方便 ,易于推广。实践证

明这种方法对泥岩为主的砂泥岩剖面适用性良好 ,

精度较传统的正常趋势线方法高。缺点是对非泥岩

地层及非欠压实机制的异常高压层不适用。

2.2　综合解释计算方法

综合考虑影响砂泥岩中声波传播速度的 3个因

素:孔隙度 ,泥质含量 ,有效应力 。提出了一般形式

声波速度模型 ,用于地层孔隙压力检测。

Vp=A0+A1φ+A2 Vsh+A3(pe-e
-Dp

e)(3)

式中 , A0 , A1 , A2 , A3 , D 为模型系数;Vp 为 声速;φ

为孔隙度;Vsh为泥质含量。

确定声波速度模型参数的步骤具体如图 2。利

用相关数据资料确定适合于研究区的速度模型系

数 ,即可利用其确定垂直有效应力 ,最后利用公式

(1)计算孔隙压力。

图 2　确定模型参数的步骤

该方法使用范围广 ,精度较高 ,适用于砂泥岩剖

面 ,不受欠压实机制的限制。但是涉及的测井资料

多 ,使用比较繁琐 。

3　层速度单点计算法预测地层孔隙压力

新探区地层孔隙压力钻前预测比较可行的手段

是利用地震层速度资料 。提高预测精度的关键是开

发合理的地层孔隙压力计算模型 。在利用声速检测

地层孔隙压力“简易计算方法”基础上提出了层速度

预测地层孔隙压力单点计算模型 。所谓单点计算模

型 ,指的是在由层速度计算地层孔隙压力时 ,层速度

和地层孔隙压力之间为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 ,即 1

个层速度点对应 1个地层孔隙压力点 ,速度高算出

的地层孔隙压力低 ,速度低算出的地层孔隙压力高 ,

不考虑其它影响层速度的因素以及上下地层间的逻

辑关系 ,且地层岩性比较单一 ,以泥岩为主 ,忽略砂

岩或其它岩性夹层的影响 ,异常高压成因以欠压实

机制为主 。在这种假设条件下 ,对于以泥岩为主的

砂泥岩剖面 ,岩性的影响要小一些 ,故可将“简易计

算方法”应用于层速度预测地层孔隙压力 ,得

Vint=a+kpe-be
-dp

e

pp=po-pe
(4)

式中 , V int为地震层速度(m/ s)。

预测模型中的速度模型实际上反映的是泥质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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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垂直有效应力与声波传播速度间的函数关系 ,细

砂岩或粉砂岩也可认为近似符合该关系 。在一定地

区内预测模型中的参数(a , k , b , d)数值变化不大 。

因此如果有井的声波测井资料 ,可按测井资料检测

地层压力简易计算方法来确定;也可以由 VSP 测井

的层速度或层间传播时间来确定。若无测井资料 ,

则只能利用上部地层段的层速度确定。上覆岩层压

力 po 借用地质情况类似的邻井或邻区已钻井的上

覆岩层压力梯度曲线 。

该方法同样仅适用于地层岩性是砂泥岩剖面 ,

且以泥岩为主 ,超压机制为欠压实机制。对于非欠

压实的超压机制 ,该方法预测的结果就会偏低 。缺

点是对砂岩 、泥质砂岩 、砂质泥岩及非欠压实机制的

异常高压不适用 。

4　庄 1井的地层孔隙压力检 、预测对比分析

实钻的庄 1 井深部井段不论是现场应用的 dc

指数检测法检测的地层孔隙压力 ,还是钻前地震层

速度预测法预测的地层孔隙压力 ,都与实测的地层

孔隙压力 、实钻钻井液密度相差较大。应用上述理

论计算方法编制的地层压力检测和预测软件对莫西

庄庄 1井进行了计算 ,建立的该井的地层孔隙压力

剖面与实际压力吻合较好 。

4.1　庄 1井地层压力检测剖面

4.1.1　简易方法　利用莫北 6井及庄 1井正常压

实计算建立如下模型参数:a=1.9853;k =4.6296;

b=0.1870;d =15.95。

运用简易方法对庄 1井进行了计算 ,建立了地

层压力剖面 ,结果见图 3。

图 3　简易方法检测庄 1井地层压力剖面

从图 3可见 ,地表至 4500 m处 ,压力系数为1.0

～ 1.2 ,属于正常压实 ,从 4500 m 左右地层压力开始

变大 ,从 4500 ～ 4906 m ,压力系数为 1.2 ～ 1.63 ,属于

异常高压 ,但比实测压力偏低 ,误差偏大。分析认为

下部异常高压可能是非欠压实机制形成的 。

4.1.2　综合解释方法　该地区已钻井的密度测井

资料较少 ,不能满足建立速度模型的需要 。经过分

析对比最终采用相邻区块莫北 6井的密度等测井资

料建立适合于上部地层(包括西山窑组上部以上地

层)的综合速度模型。

Vp1=3.803-1.51φ-0.0058 Vsh+1.96(pe-e
-3.75p

e)(5)

采用声波测井资料和地质构造非常类似的大宛

101井的密度等测井资料建立适合于下部地层(包

括西山窑组中部以下地层)的综合速度模型:

Vp2=5.255-2.88φ-0.336 Vsh+2.136(pe-e
-10.22p

e)(6)

利用地层压力检测综合解释方法计算庄 1井的

结果见图4。从图 4可见 ,地表至 4500 m ,压力系数

为 1.0 ～ 1.2 ,属于正常压实段 ,从 4500 m 开始地层

压力变大 ,4500 ～ 4906 m ,压力系数为 1.4 ～ 1.85 ,属

于异常高压 ,与实测压力结果相当吻合。

图 4　综合解释方法检测庄 1 井地层压力剖面

从所建立的压力剖面来看 ,综合解释方法在该

井是合适的 ,具有较高的精度 ,该方法克服了简易检

测方法的缺点 ,不论在地层压力数值还是宏观分布

趋势方面 ,符合率都更高 。因此该方法具有很好的

推广应用前景。

4.2　庄1井地层孔隙压力预测剖面

地震速度资料有 2种可能的来源 ,一是有物探

部门直接提供处理好的深度 、层速度数据 ,这是最为

理想的;二是提供叠加速度 、双程时间资料 。若为

第 2种来源 ,则要知道时深关系 ,以便由双程时间获

得比较准确的层速度深度值 。因此时深关系的确定

是利用地震层速度钻前预测地层孔隙压力的基础。

4.2.1　时深关系模型与算法　时深关系指的是地

震双程时间与地层埋深的对应关系 ,是地震资料解

释的基础数据。在地层横向变化(埋深和岩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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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定区域内 ,该关系是确定的 。确定时深关系最

好的办法是利用地震测井(VSP)获得的双程时间 、

深度数据 。但是由于地震测井往往只针对一定的井

段进行 ,该井段上下没有数据 。解决的办法通常是

利用已有的 VSP 测井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然后利用

回归模型进行外推计算 。实践表明 ,采用如下形式

的二次多项式 ,回归效果较好:

H=aT 0+bT
2
0 (7)

式中 ,H 为深度 ,m;T0 为双程时间 ,ms。

4.2.2　时深关系确定　利用莫西庄庄 1井 VSP 数

据求得的该井时深关系回归方程为

H =0.6627T 0+2.308×10
-4
T
2
0 (8)

公式(8)相关系数为 0.9985 ,可见回归方程相关

性很好。

4.2.3　层速度预测地层孔隙压力剖面　根据庄 1

井层速度资料及时深关系曲线方程(8),用单点计算

预测模型对该井进行了钻前地层孔隙压力预测 ,并

建立了连续的地层孔隙压力预测剖面(图 5)。从图

5可见 ,预测结果和简易法检测结果类似 ,地表至

4500 m处 ,压力系数为 1.0 ～ 1.2 ,属于正常压实 ,从

4500 m左右地层压力开始变大 ,从 4500 ～ 4906 m ,压

力系数为1.2 ～ 1.6 ,属于异常高压 ,但与实测压力

结果偏低 。

4.3　计算结果分析比较

庄1井通过以上 3种方法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

图 5　层速度预测庄 1井地层孔隙压力剖面

的比较见表 1 ,从表 1 及检测预测压力曲线可见地

表至4500m 处 ,压力系数属于正常压实 ,3种方法计

算结果与实测结果都较吻合 ,相对误差在 10%以

内 。从 4500 m 左右地层压力开始变大 ,在 4500 ～

4906 m 井段压力异常 ,与实测地层压力结果相比

较 ,简易计算法检测结果最大相对误差为 28.14%,

地震层速度预测地层压力单点计算法预测结果最大

相对误差为 16.2%,地层压力综合法的检测结果与

实测地层压力结果相当吻合 ,相对误差在 5%以内。

综合分析认为下部异常高压可能是非欠压实机制形

成的 ,测井资料检测地层压力简易计算法和地震层

速度预测地层压力单点计算法对非泥岩地层及非欠

压实机制的异常高压层不适用 ,计算模型不合适 ,而

测井资料检测地层压力综合法则不受欠压实机制的

限制 ,所以地层压力检测精度较高。
表 1　地层孔隙压力检测 、预测结果与实测结果对比

井　段

/m

实测压力

/ g·cm-3

简易法 综合法 层速度单点计算法

检测压力

/g·cm-3
相对误差

/ %

检测压力

/ g·cm-3
相对误差

/ %

预测压力

/ g·cm-3
相对误差

/ %

4331 ～ 4367.5 1.002 1.06 +5.79 1.04 +3.19 1.10 +9.78

4547 ～ 4556 1.67 1.20 -28.14 1.61 -3.59 1.41 -15.57

4643 ～ 4667 1.79 1.63 -8.94 1.73 -3.35 1.50 -16.20

5　结论及建议

(1)对深部探井的地层压力检测与预测表明 ,应

用上述计算模型为钻井设计和施工提供依据是可行

的。地层孔隙压力检测简易计算法仅适用于连续沉

积的砂泥岩剖面和欠压实成因造成的异常高压检

测。测井资料检测地层孔隙压力综合解释方法适用

于砂泥岩剖面 ,且不受欠压实机制的限制。

(2)地层压力计算模型里的参数确定 ,必须用该

区块或相邻区块多口井的有关资料进行综合处理 ,

建立合适的计算模型 ,以提高预测结果精度。

(3)根据施工进展情况 ,进行地层压力跟踪研

究 ,根据已钻井段的压力综合分析结果 ,尽可能修正

下部待钻井段的地层压力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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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rs product ,but methods about controlling sand are not
found.Cavity completion well methods are introduced for
increasing production and controlling sand , and applica-
bility , condition and methods of producing cavities are
introduced in the paper.Stress of surrounding rocks is
analyzed , and the formula about critical productivity is
given.The effects of all type of parameters to critical
productivity are studied , and the analysis is given com-
bined three gas wells in Qinghai gas field.Cavity com-
pletion well is good method in increasing production and
controlling sand , and it will become an effective method
to control sand through research.

Key words　fine loose sandstone cavity completion
well gas reservoirs critical productivity

APPLICATION OF TORQUEMECHANICS ANAL-
YSIS OF FISHING PIPE STRING IN TROUBLE

WELL
by Yang Jin(University of Petroleum);Su Jie ,

Zhang Liang , Yu Xianlong , Guo Shushan
Abstract　A torque mechanics model is established

for fishing pipe string , according to some problems of
torsion force selection in fishing operation.Using the

model , torsion stress -load curves of working string are
obtained.It is a theory foundation for torque force selec-
tion in fishing operation.The data obtained in this study
are very helpful and instructive for fishing operation.

Key words　trouble well pipe string torque appli-
cation

ABNORMAL FORMATION PRESSURE MONI-
TORING AND PREDICTING METHOD

by Zu Feng , Zhang Zunglin , Feng Quanhui , (En-
gineering Inst.of Jiangsu Oilfield Company) ;Fan
Honghai

Abstract　Formation pore pressure monitored and
predicted in the deep hole section of Zbuang -1 during
real drilling varies gready with the drilling fluid density ,
and to improve the formation pore pressure monitoring
and predicting accuracy in the deep high pressured for-
mation , a systematic research on the pressure of Zhuang
- 1 was conducted by using the two new methods ,
which are monitoring formation pore pressure based on

logging data and predicting formation pore pressure based
on seismic zonal velocity .Formation pore pressure pro-
files were established separately based on the three meth-
ods as the calculating method of predicting single point

based on seismic zonal velocity , the simple method of
logging data monitoring and integrated interpretation

method;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as were evalu-
ated and their results were compared.Initial calculation
showed that the pressure monitoring and predicting
method integrated with geology , seismic , drilling , log-
ging and well testing is feasible , and in which the inte-

grated method based on logging data obtains the highest

accuracy and it prorides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casing
program and drilling fluid design in such blocks.

Key words　Moxizhuang Well Zhuang -1 forma-
tion pore pressure monitoring predicting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RE-
SEARCH OF PRESSURE DROP FOR VARIABLE

MASS INTERMITTENT FLOW IN HORIZONTAL
WELLBORE FLOW

by Wu Ning , Li XiaoMing , (Exploration and De-
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of SINOPEC);Zhang Qi

Abstract　Intermittent flow is a very important flow
pattern in actual gas - liquid two phase flow in horizon-
tal wellbore.Due to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 between
gas liquid two phase flow in a regular horizontal pipe and
in a horizontal wellbore , it is anticipated that some meth-
ods of calculating pressure drop valid for regular pipe
flow need modification or extension for wellbore flow.
This paper applying mass and momentum balance equa-
tion to gas and liquid phase respectively ,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 of wall inflow or outflow , obtain a new method
of calculating pressure drop of gas liquid two phase vari-
able mass intermittent flow in horizontal wellbore.At the
same time , experimental device is designed and estab-
lished for the horizontal wellbore variable mass flow.The
pressure drop experiments of single liquid phase inflow

from single perforation upside wall , and single liquid
phase inflow from single perforation downside wall are

conducted respectively.A lot of experimental data are
obtained.Pressure drop experimental data agree with the
theoretical calculated results well , it shows this method
is valuable.

Key words　horizontal well intermittent flow vari-
able mass flow pattern pressure drop

SUMMARY OF PRESENT STUDIES ON MODEL-
ING OF NON -CONVENTIONAL WELLS

by Han Guoqing , Wu Xiaodong , Li Xiangfang , Fu
Xiang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Abstract　Nonconventional wells(NCWs)is being
taken as an important technology for filed development
and recovery enhance.Because nonconventional wells
can be very expensive to drill , complete and instrument ,
it is important to be able to optimize their deployment ,
which requires the accurate prediction of their perfor-
mance.The following topics were reviewed in this paper:
Analytical and semianalytical modeling of NCWs , NCW
models for finite difference methods and near wellbere

upscaling.A detailed assessment of the work considered
and some piece of suggestion are given at the end of this

paper.
Key words　Non - conventional Wells Modeling

Semianalytical Modeling Upcsaling Cou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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